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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海棠
南路路灯大面积损坏，昏暗的灯光
给周边居民游客和途经司机出行
造成极大不便，存在交通安全隐
患。据三亚市海棠区住建局回复，
该路段路灯人行道改造工程有望 9
月开建。如此看来，周边居民还需
再等等，才能恢复之前路灯明亮的

日子，不用再为通行提心吊胆。
昏暗的路灯未能得到及时更

换，影响了群众出行，也给群众心里
添了堵：明明路灯损坏已有数月，为
何维修更换不能及时跟上？只要损
坏的路灯一日不修不换，交通安全
隐患就一日无法消除，周边居民游
客通行的安全感就受影响。可见，

损坏的路灯早点改造还是晚点改
造，不只存在时间上的区别，还会导
致结果的不同。早点改造、及时改
造，群众感受到的是呼声有回应、烦
恼有人管的温度；晚点改造、拖着慢
慢改造，群众感受到的则是出行安
全得不到重视的失望，甚至会对有
关部门的办事效率、工作作风打上

问号。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

民服务，贵在有温度。有温度的服
务，才能打动人心。让为民服务有
温度，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
作成效的重要标准。要持之以恒
改作风、勇担当，始终把群众利益
放在第一位；要扑下身子听民声、

汇民意，持续提高服务针对性和精
准度；要坚持不懈办实事、求实效，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不断刷新为民服务加速度，
提高为民服务的水平，才能不断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赢得群
众满意度，让有温度的服务长留群
众心中。

路灯亮度折射服务温度短评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近日，在三亚市海棠区某酒店工
作的梁欣（化名）遇到烦心事：一天夜
里，她驾车从海棠区龙海路驶入海棠
北路，因转弯处灯光微弱、能见度低
发生了轻微事故，最终赔偿对方1万
多元。“海棠北路的路灯太暗了，影响
行车视线。”梁欣说，这一段路照明不
足，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很多车主早
有怨言。

海棠南路、海棠北路是海棠区主
干道，周边分布着三亚·亚特兰蒂斯、
三亚艾迪逊酒店、三亚海棠湾民生威
斯汀酒店等多家酒店和三亚国际免
税城。市民游客反映，当地昏暗的道
路环境影响着游客的体验，也给酒店
工作人员出行带来不便。海南日报
记者就该问题进行了实地探访。

7月10日20时左右，记者从海
岸大道驶入海棠北路，只见灯光昏
暗，其中有些路灯发出微弱的光，有
些已不亮。特别在三亚·亚特兰蒂斯
水世界和C秀演出两处入口，路灯基
本损坏，环境十分昏暗。沿海棠北
路，朝三亚国际免税城方向前行，一
路上行人、电动车、汽车不少，还有市
民在跑步。因环境昏暗，沿着路边步
行的游客只能打开手机里的手电筒
功能进行照明。

开车经过海棠北路的出租车司
机吴师傅说：“这条路灯光微弱，无论
开远光灯还是近光灯都很为难。开

远光，会晃到对面来车；如果开近光，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就看不清，如果行
人或者电动车蹿出来，驾驶员会来不
及反应。”

记者注意到，海棠北路有许多
游客骑共享电动车出行，而道路并
未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行
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行，存在
安全隐患。

海棠北路、海棠南路灯光昏暗的
情况也引起了许多游客关注，一些游
客致电12345反映情况，希望政府可
以增强夜间照明，方便游客夜间出
行。而夜间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一
个明亮舒适的环境氛围。

针对上述问题，海棠区住建局副
局长颜跃秉介绍，海棠北路、海棠南
路安装的是风光互补路灯，于2012
年左右建成投入使用。经长时间运
作，路灯老化现象严重，出现蓄电池
蓄能不足、电池板光电转化率低、发
光效率差等问题。

据了解，该区住建局平时也进
行路灯养护工作，更换过路灯的蓄
电池组，但还是无法满足蓄能要求
和照度要求。“每晚，工作人员都会
进行路面巡查，统计路灯损坏情
况。对于小问题，工程队会快速抢
修，碰到大问题，例如风光互补智能
控制器损坏，需要从省外购买，时间
长、费用也高。”颜跃秉透露，2019
年至今共花费约300万元用于海棠
北路、海棠南路维修，包括路灯维

护、路面修补等。
“5月左右，海棠北路、海棠南路路

灯出现大面积损坏，经过初步排查，
800多盏路灯，有60盏左右损坏，无法
照明。此外，还有不少路灯出现光衰
现象，照度无法达到要求，即灯头看似

亮着，但不能照亮路面。”颜跃秉说。
目前，海棠北路、海棠南路路灯

人行道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
获批复，初步设计及概算已召开专家
评审会，正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和
完善。“进展顺利的话，今年9月可启

动建设。”颜跃秉说，中间这段时间，
交警部门将加大巡逻力度，引导车
辆、行人安全通行。

记者将持续关注海棠北路、海棠
南路路灯人行道改造工程后续进展
情况。 （本报三亚7月14日电）

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南路照明不足，市民游客夜间通行困难

高档酒店集聚 周边却灯昏路暗

7月13日晚8时许，车辆通过三亚市海棠区海棠北路，路灯昏暗影响通行。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王迎春

“修建的新大坝能否比以前更加利
民？”7月14日，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在
屯昌县南坤镇曙光村水车村民小组残

缺的漫水桥边上，对该县水务事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7月14日，《海南日报》海报监督
栏目刊发《稻田“渴”了一年多》，对屯
昌县南坤镇曙光村水车村民小组的旧
坝在修建新桥过程中损毁，导致水车
村400多亩水田缺水灌溉，成片荒废
一事进行报道。报道引起屯昌相关部
门高度重视。当天下午，田志强和屯
昌县纪委监委、县交通局、县水务事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到现场开展调研，并
召开现场会研究解决该问题。

从前，这座漫水桥同时也是滚水

坝，桥坝一体，承担着农业生产灌溉
和便利群众出行的双重功能。“考虑
到在原基础上维修可能会存在安全
隐患问题，因此最终选择了新建水坝
的方案。”屯昌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县水务事务中心主任王康锋介绍，

“目前，第三方设计单位已到场勘查
测量，预计 1个月左右完成前期工
作，9月份动工。受雨季汛期影响，
新建大坝预计明年2月完工。”

现场了解情况并听取方案汇报后，
田志强提出，新建水坝不仅要合理取
道、注重安全性，方案设计还要考虑能

否增加农田灌溉面积的潜力，做到改造
一个设施，发挥超乎一个设施的作用。

“这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个堵
点，背后暴露了政府部门工作中的不少
问题。一是考虑问题不全面，相关部门
为建新桥拆旧坝，存在一定的程序违
法；二是没有以群众利益为第一需求，
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未能及时解决。”
田志强表示，建新桥本身是为民办实
事，却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全县
领导干部必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现场会议结束后，屯昌县政府负责
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工作，要求在工

作作风上破“推”破“懒”破“虚”，深刻吸取
教训，举一反三，让便民工程真正便民。
要求县水务事务中心牵头成立工作专班，
按照统筹兼顾的要求，研究制定整改方
案，立即整改。同时立即采取电泵抽水等
应急措施，临时解决农田灌溉用水问题。

接下来，屯昌县将以此为契机，结
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的专项活
动，推进作风整顿工作。建立问题发
现机制，将12345热线反映的问题、群
众不满意的、关心的问题等，作为“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的一项具体的
工作实施。 （本报屯城7月14日电）

《稻田“渴”了一年多》引屯昌高度重视，现场办公全力解决问题

举一反三，破“推”破“懒”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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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海关发布公告

细化洋浦保税港区
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税收征管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
郝琳琳）加工增值业务如何办理？海口海关发布
公告，对日前海关总署印发的《海关对洋浦保税港
区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税收征管暂行办法》进行细
化，指导企业规范办理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征关
税业务。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14日从海口海
关获悉的。

海口海关发布的上述公告——《洋浦保税港
区加工增值货物内销税收征管海关实施暂行办
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加工增
值涉及的企业管理、产品备案、货物出区进口申
报等业务流程操作，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申请享受
加工增值政策采用自主核算、如实申报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暂行办法》指出，海关将在事中事后环节根
据风险分析对企业核算和申报情况进行抽查审
核，一旦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将依法予以查
处。此外，《暂行办法》细化了对加工增值不满
30%的产品的管理。下一步，海口海关将继续聚
焦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大培训力度，做好政策宣传
解读和通关保障服务，保障政策落地实施。

时间：7月18日（星期日）上午9：30-12：00
主讲人：骆清铭（生物影像学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
海南大学校长、海南省科协主席、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讲座主题：支撑引领，创建与海南自贸港
发展相适应的一流大学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电话：0898-65202275
温馨提示：请各位听众在入场前戴好口

罩，并按照省图书馆的疫情防控要求出示“健
康码”有序进场；由于省图书馆正在进行二期
场馆建设，停车场停用，建议大家乘坐公交车
前往。

海南自由贸易港
大讲坛讲座预告

成果转化

三亚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完成一起
专利技术转让

一套果蔬深加工技术
卖了120万元

本报三亚7月14日电（记者李梦楠）7月13
日，“海南自由贸易港三亚崖州湾知识产权特区科
技成果转化系列活动——中国农业大学专利技术
转让签约仪式”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举办。中国
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与海南华椰健
康饮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一种芒果酪及其制备
方法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本次专利转让价格
为120万元，由崖州湾科技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平台提供成果转化相关服务。

此次签约，合作双方将针对该超高压技术专
利开展深度合作，并结合优质的海南热带果蔬，共
同打造热带果蔬健康饮品产业，结合华椰公司旗
下种植基地打造一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融合
发展的新产业。

海南华椰健康饮品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公司将依托中国农大食品学院的人才团
队和技术成果，为海南热带果蔬提供一套高技术
含量、高附加值的深加工方案，服务海南热带果业
产业的升级发展，助力海南乡村振兴和果蔬深加
工产业发展。

万宁市与中国热科院合作
成立诺丽研究院

联结科研力量
为产业发展赋能

本报万城7月14日电（记者袁宇 通讯员吴
小静）7月14日，万宁市诺丽研究院在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香饮所）成立，为万宁诺
丽产业提供科研支撑，促进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万宁市诺丽研究院的成立，旨在助力诺丽产
业链效能，提升价值链的主动作为。万宁市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诺丽研究院，一方面充分发挥
科技研发力量，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另一方
面为万宁市诺丽产业协会和相关诺丽生产企业沟
通交流提供平台，带动产业升级，促进成果转化，
推动万宁诺丽产业健康蓬勃发展。

“有了科研支撑，以后能少走很多弯路。”大茂
堂诺丽品牌企业负责人李承武表示，产业发展有
潜力，政府大力支持，还有国家科研所高精尖科研
人才的技术支撑，“相信万宁诺丽产业一定会发展
得更好更快。”

诺丽将是万宁下一步发展的八大重点产业之
一。万宁市已启动诺丽产业规划，下一步还将加
快制定诺丽产品标准，积极探索诺丽产品多层次
深加工，加大诺丽产业领域招商引资，把诺丽产业
做强做大。

培育产业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张春宇

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海南邮轮港口中资方便旗
邮轮海上游航线试点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自2021年8
月1日起施行。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
责人14日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就
《办法》制定背景、重要意义、主要内容
和重点举措等做出解读。

1、问：《办法》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2020年6月，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通
知》，在五星红旗邮轮投入运营前，允
许中资邮轮运输经营主体在海南三
亚、海口邮轮港开展中资方便旗邮轮
海上游业务，并要求由海南省政府制
定具体管理办法。

为此，我省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运营安全的前提下，制定《办法》，
加强对海上游试点经营主体和邮轮
运营的监管，切实保障邮轮运输公共

安全，提升邮轮运输服务水平，积极
推动海南邮轮港口海上游航线试点
落地实施。

2、问：《办法》出台有何重要意义？
答：《办法》出台，推动了邮轮海上

游航线试点落地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有利于助力海南积极融入新

发展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
经济贸易的严峻形势下，全球邮轮市
场遭受“冰封”困境。结合目前国内疫
情总体形势，我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
和政策优势，深化邮轮产业制度集成
创新和改革开放，以国内海上游航线
新模式在全国率先推动邮轮复航，对
服务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我国邮轮
经济全面复苏和产业恢复重振具有重
要意义。

二是有利于促进海南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建设。通过创新实施海上游航
线试点，设计邮轮旅游短程航线，打造
满足不同消费需求的邮轮旅游产品和
邮轮目的地，进一步扩展海南邮轮旅
游消费发展空间，培育海南邮轮旅游
新业态新模式，对推进海南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有利于推动三亚加快向邮轮

母港方向发展。丰富多样的航线产
品，进一步壮大的海南邮轮旅游客源
市场，将吸引更多的邮轮公司到海南
登记注册，创新开发运营邮轮精品旅
游航线，不仅可以直接带动维修保养、
港口服务、物资供应等邮轮全产业链
条要素集聚，更能有效促进购物、餐
饮、娱乐等服务业态在邮轮港口集聚，
有助于推动三亚加快向邮轮母港方向
发展。

3、问：《办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办法》共35条，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

责。《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进
一步明确细化了交通运输、外事、应
急、旅游、公安、商务（口岸）、边检、海
关、海事、搜救及海口市、三亚市政府
等部门监管职责。

二是明确准入条件和许可程序。
《办法》第七条至第十条，明确了试点
运营主体和邮轮准入条件、申请材料
清单及许可程序等具体管理措施，进
一步简化了程序，取消了《国际班轮运
输经营资格登记证》，缩减许可时限，
由20个工作日缩减为5个工作日，提
高了审批服务效能。

三是明确运营人主体责任。《办
法》第十六至二十一条，细化了运输经
营人和港口经营人应当履行的各项义
务，明确其应承担的安全生产、食品安
全、应急管理等主体责任。

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办法》
第二十二条至三十二条明确了应急管
理、交通运输、卫生健康、海关、海事等
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方面的具体措施。

4、问：《办法》主要有哪些亮点？
答：一是全国首创，允许中资方便

旗邮轮在海南开展邮轮海上游航线试
点业务。

二是进一步简化邮轮运输经营
资质审批流程。中资邮轮运输主体
经营审批事权由交通运输部下放至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并将行政许可审
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缩减为5个工
作日。

三是进一步放宽邮轮运输经营主
体准入条件。取消对中资邮轮运输经
营人需拥有《国际班轮运输经营资质
登记证》资质的要求。

四是进一步简化国内旅客登轮证
件管理。允许中国内地居民持有效居

民身份证，中国港澳台籍居民持有效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即可申办登轮许可。

五是进一步构建新型监管机制。
以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依据，以加
强信用监管为着力点，以大数据等现
代信息化技术为支撑，以信息共享和
精准智能监管为手段，以多部门联动
协同监管为依托，创新监管理念、监管
制度和监管方式，构建衔接事前、事
中、事后全监管环节的新型监管机制，
建立健全全流程监管服务体系，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邮轮产业高质
量发展。

5、问：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开
展邮轮海上游有什么特殊要求？

答：鉴于当前尚处于常态化疫情
防控期间，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海南邮轮港口海上游航线
试点工作的意见》，各相关部门和企
业要从严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要求，在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基础上，依法依规开航运营
海南邮轮港口中资方便旗邮轮海上
游航线。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

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解读《海南邮轮港口中资方便旗邮轮海上游航线试点管理办法（试行）》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动邮轮复航
一版纵深


